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法
拉前晚擔任無綫節目《Sunday扮嘢
王》的評判，已有大半年沒返無綫的
法拉，坦言開心見回一班舊同事，對
無綫仍充滿親切感。法拉表示會考慮
重返無綫拍劇，但要看天時地利。問
她有沒扮嘢天分？她笑道：「我都扮
得，因為我有養貓，扮貓都好似，以
前就扮過鄧麗君唱歌，都覺得幾好
玩。」

借出肥姐私伙眼鏡
扮演外國歌手Celine Dion的欣宜，

就刻意避開扮肥姐的何遠東，以免觸
景傷情。問欣宜覺得何遠東的肥姐扮
相如何，她說：「似到暈，他是繼盧

海鵬叔叔後扮得最似的一個，他扮得
好可愛又不會醜化媽咪，我都借出媽
咪的私伙眼鏡，媽咪的眼鏡我只剩三
副，如果他整爛了我一定會打他。」
提議欣宜可親身上陣扮媽咪時，她
說：「其實都有人提議過，但我覺得
和媽咪太親近，不會扮得似。」
何遠東表示已第二次扮肥姐，對上

一次是做舞台劇時扮她，當時欣宜也
有來捧場，還叫了他一聲「阿媽」，
結果二人都忍不住哭出來。他說：
「欣宜說我扮得最似，我見欣宜就像
考試，因為只有她才可以說誰扮得最
似。」問他為何不重演肥姐與欣宜合
唱一幕，他說：「覺得太敏感不適合
唱，因為這是個開心的節目。」

欣宜讚何遠東扮相最似肥姐
法拉考慮返無綫拍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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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黃
翠如昨日與童星楊鎧凝出席杜莎夫
人蠟像館 《Hello Kitty 蠟像揭幕
禮》，因氣管炎失聲的翠如要由楊
鎧凝代答問題，做訪問時她更要用
紙筆寫下所講說話。
翠如表示每逢天氣轉季都易有氣
管炎，早前她與男友蕭正楠到馬來
西亞旅行，在朋友家吃了兩粒貓山
王榴槤後就失聲。笑問男友有否擔
心她患病及照顧她時，翠如用紙筆
寫下自己已是成年人會懂得照顧自
己。馬航接二連三的航空事故，翠
如與男友仍大膽地乘坐馬航回港，
她說：「返港前一晚知道馬航出事

消息，有朋友的朋友一家四口在客
機上，大家都覺得好難過，今年對
馬來西亞人是很難過的一年，大家
專注的是事件，不是擔心航空公
司。」對於男友表示有她在身邊甚
麼都不怕時，翠如解釋男友也是為
航空事故有所感觸，也明白要珍惜
眼前人。至於會否與男友組情侶檔
出席活動，翠如表示暫沒有相關安
排，因她稍後要到非洲做探訪，現
時首要調理好身體。

籲外界給予馬賽空間
馬賽日前流出疑似跳艷舞短片，

翠如表示報道出街前曾見過馬賽，
當時對方並沒異樣，更大讚她是個
開心、勤力和有理想的女仔。她
說：「每一個識她的人都覺得心
痛，其實她已過了很多難關，大家
給些快樂空間給她，希望她會堅
強，而且相信她已經夠傷，不要再
看那些片和相，留給女孩子的私隱
空間。」問到身為公眾人物是否不
應拍這種短片，翠如說：「每一個
女孩子都要好好保護自己，就算被
傷害時也不要怪罪她，作為女性我
很替她心痛，不會有女孩願意公開
這些片段。」

翠如孖男友遊大馬後失聲

香港文匯報訊 鄧
紫棋(G.E.M.)近期被
捲入連串謠言，包
括傳她與金秀賢同
居、介入謝娜與張
杰的婚姻等，日前
更被指流出艷照，
昨日下午，G.E.M.
的經理人公司蜂鳥
音樂通過自己的官
方微博發布聲明，
澄清耶些謠傳屬虛
假消息，聲明中指
出，近日網絡上的
幾個營銷大號、熱
門貼吧為謀取不當
利益，惡意捏造及
散播損害蜂鳥音樂
以及鄧紫棋的謠言均屬虛假不實消息，現已嚴重
影響到藝人以及公司的形象與聲譽。蜂鳥音樂又
表示，希望這次通過動用法律武器維權，來呼籲
各大媒體抵制此類不實消息的發布傳播，肅清網
絡謠言散播的不正之風。

香港文匯報訊湯唯昨日透過經理人公
司宣布與韓籍導演金泰勇，已於瑞典法
羅島當地時間7月12日舉行小型婚禮，
秋天時會正式補擺喜宴。另有傳媒拍得
湯唯坐上輪椅，因而惹來有喜之說，而
昨晚她向傳媒發表的聲明，亦解釋坐上
輪椅是因腳傷未癒。
聲明如下：「1.瑞典法羅島之行可以

說是湯唯對電影大師英瑪．褒曼的朝聖
之旅，褒曼的家（Bergman's House）
是她一直以來夢想拜訪的地方。金泰勇
導演對褒曼也滿懷崇敬。到達目的地
後，他們像所有電影人一樣，興奮而激
動，為了紀念這次神聖之旅，他們臨時
決定在褒曼的家按照當地習俗舉行專屬
於兩個人的小型婚禮。婚禮是在當地時
間7月12日，地點是瑞典法羅島褒曼的
家（Bergman's House）。這是他們以
電影人身份給自己一個具有特殊含義的
紀念。
2.秋天的時候會有家人參與正式的婚

禮。
3.今日湯唯抵達澳大利亞（澳洲），

進行廣告拍攝的工作，坐輪椅是因為之
前的腳踝扭傷還未恢復。再次感謝大家
的關心。」

馬賽昨被「照肺」後，傍晚在企業傳訊部副總監曾
醒明陪同下會見傳媒接受訪問，雖然有化妝但仍

遮掩不到浮腫雙眼，明顯是喊過。
馬賽先向到場的逾20位記者道謝，問到她與樂易玲
的談話內容，馬賽透露公司會暫停她所有工作，而她
是成年人，知道要負責任，所以會接受。至於暫停至
何時，她說：「冇話幾時，但我感謝公司一直支持
我，呢個行為係保護我，呢段時間我係要靜下休息
下。」
談到網上流傳的不雅短片是何時拍攝？馬賽說：

「係舊年拍，過一段長時間，昨日報警之後，重
案組上我屋企錄口供，我將最詳細資料交俾警
方。(知唔知條片係邊個放上網？)條片唔係我拍，我從
來冇呢條片Copy，警方會幫我查。(條片係邊個拍
攝？)當然係我曾經非常親密的一個人，好似我聲明講
曾經好麻木咁去信任一個人，我相信好多人在愛情
上都好麻木。」

再問到除了報道及網上的短片及相，可有影過其他
相？可擔心再有其他短片流出？馬賽坦言應該還會
有，又稱知道誰人持有︰「其實我真係唔知，應該仲
有，但真係好私隱，我希望大家畀我唔答呢個問題，
我知咩人有，自己係冇，唔知會唔會有傳媒已拿到呢
啲相同嘅片，無論係再有咩情況，我都知自己一定要
堅強面對，係好難過，但都要(面對)。」
對於汪子琦(馬賽舊愛)稱曾收過她send去的片及相？
馬賽沒有正面回答，只表示這些事好私隱。發生今次
事件，馬賽初時表示事件令她好堅強，由前日起有好
多人支持她，令她感受到好多愛。說罷即激動落淚，
邊喊邊說：「人哋想點我唔知，我作為父母個女，會
堅強面對，我知佢哋仲更加難受。(考慮退出娛樂圈？)
我冇諗過以後仲可唔可以做我呢份喜愛的職業，以後
會從事咩職業我唔知，但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女仔，我
要為自己講幾句說話同保護自己，所以我交件事畀
警方處理。」問到可有後悔？馬賽坦言這個世界冇得

後悔，做過承擔，錯了就認，但她好肯定自己愛錯了
人。

依然深信愛情無分男女
再問到樂小姐可有提及跟她解約，還是只是暫停工

作？曾醒明就代答︰「馬賽今日返來主要係將呢件
事，同交畀警方重案組處理的過程，原原本本同公
司詳細交代解釋，現階段暫停佢手上的工作，佢今日
講完資料，各部門要花少少時間整理。」復工無期的
馬賽被問到經濟上可會有問題？再度激動落淚的她
說：「其實噚日發生呢件事，我一直唔肯同屋企人
講，因為佢地在內地，我起初擔心佢哋接受唔到，我
同爸爸話對唔住，爸爸話唔駛驚，個天塌落來有爸爸
同我撐住，我好多謝佢哋，有佢哋保護同愛，無嘢係
過唔到。」她續稱前日是好難捱的一日，她唯有靠信
仰幫助。
提到有傳會繼續有片及相流出，問到馬賽可會驚？

馬賽自爆由去年年底到現在，每日都過得不易，中間
更患過抑鬱症，有睇精神科醫生同食藥，當時更有人
群恐懼症，所以覺得擔心都無用，冇嘢需要去驚。她
又否認因為擔心片段流出才會患上抑鬱症，「只是以
為同一個好親密的人有親密行為，會相信佢會保護
你，不會由那時開始擔心，而係當時的報道令我分唔
清楚自己理解能力係咪有問題，定係有病？好驚見
人，食不落飯，半夜睡醒瞓不着覺。」

拍片時微醺否認食藥
說回在不雅短片中，她的眼神迷惘，馬賽否認食
藥，只是有少少微醺。至於跟汪子琦是否仍有聯絡？
馬賽稱由去年底到現在都無聯絡。至於會否鍾意返男
仔？她依然深信愛情無分男女，並說：「戀愛係好平
等的事、兩個人的事，我曾經係一個為愛情不顧一齊
的人，但經過一年的事情我覺得真係要成熟啲、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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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公司
擬法律追究造謠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蕭正楠（Ed-
win）和陳敏之昨日出席相機活動，早前Edwin
和女友黃翠如在馬航空難事件後，仍如常乘搭
馬航返港，Edwin更在社交網留言「有你在我
身邊，甚麼都不怕」，其後被網民批評他以空
難示愛，蜜運中的Edwin一臉甜蜜現身活動，
他解釋：「在上機前得悉馬航空難事件，只是
想表達嗰刻感受，而且知道她(翠如)有同事的家
人遇難，都會驚的。」
Edwin被網民斥他乘機示愛，他解釋示愛也

不會在這時候，「在不同環境自然有不同心
情，而且不上機也不知會發生什麼事，從中學
懂更珍惜身邊人，(因為和身邊的人一起，所以
安心？)也是的，當時又遇上兩個颱風，幸而平
安回來。」
翠如特地帶Edwin到大馬見她的朋友，Ed-

win笑說：「她的朋友喜歡我當然開心，其實
是想放個假，不想太高調，可是在機上卻被影
到，畀我抖下氣啦，(以後避免搭馬航？)要是工
作上安排也沒辦法，但會買保險，(受益人是否
翠如？)寫阿媽，跟住會是妹妹，唔寫佢會殺我
㗎。」

陳敏之認是自拍王
說到馬賽艷舞片一事，Edwin覺得對女孩子

來說很慘，自已則沒影相習慣，作為公眾人物
要更加小心，因放上網實在很大傷害，相信馬

賽已受到很大教訓，我對她只可以表示同情。
陳敏之承認是個自拍王，很喜歡拍片，但對

於馬賽事件，覺得感情事外人難作評論，作為
局外人很難說誰對誰錯，自己不會拍這些，加
上男友不喜歡影相，所以連合照都少。

蕭正楠否認借馬航空難示愛

馬賽馬賽憂憂仍有片流出仍有片流出
被高層「照肺」無限期停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前港姐馬賽繼去年

爆出與女製片人汪子琦發展斷背情後，前日再爆出

在網上流出不雅短片，當晚馬賽即發聲明，默認是

短片中女主角，而同日亦被無綫製作資源部總監樂

易玲下令暫停所有工作。由於事態嚴重，馬賽昨日

下午返回電視城被高層「照肺」，事後承認會無

限期停工，更憂可能還有片流出。

■■馬賽的艷舞片段前日馬賽的艷舞片段前日
在網上流出在網上流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馬賽以案件已交由警馬賽以案件已交由警
方處理方處理，，避談可曾有人避談可曾有人
拿短片威脅過她拿短片威脅過她。。

■■胡杏兒發微博胡杏兒發微博
撐馬賽撐馬賽，，與富婆與富婆
LauraLaura 各 執 一各 執 一
詞詞 ，， 火 藥 味 甚火 藥 味 甚
濃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馬賽嗚咽稱會堅強面對過失馬賽嗚咽稱會堅強面對過失，，幾難幾難
都要跨過此關口都要跨過此關口，，又叮囑所有女仔千又叮囑所有女仔千
萬不好拍這類相或片萬不好拍這類相或片。。

■■陳法拉對無綫陳法拉對無綫
仍充滿親切感仍充滿親切感。。

■■鄭欣宜鄭欣宜（（右右））和何遠東分和何遠東分
別扮演別扮演Celine DionCeline Dion與肥姐與肥姐。。

■■失聲的黃翠如找來童失聲的黃翠如找來童
星楊鎧凝代答問題星楊鎧凝代答問題。。

■■蕭正楠和陳敏之昨日蕭正楠和陳敏之昨日
出席相機活動出席相機活動。。

■G.E.M.■G.E.M.近期捲入連串謠近期捲入連串謠
言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